２００６．２ 饰 ＤＥＣＯ
服饰文化与设计

韩国朝鲜时期的女礼服——圆衫
■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韩国朝

王晓静

鲜时期妇女的礼服——圆衫，并就宫

构，所谓二重结构是指上层社会
的贵族阶层以中国服饰体制为中

圆衫和青圆衫。朝鲜王朝崇尚儒
家思想，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等级

廷圆衫和民间圆衫分别论述。宫中及

心而下层社会的庶民阶层则保持

制度，服饰上尤为明显，早在三

贵族妇女主要穿着黄、红、紫、绿色

本民族固有服饰的状况。圆衫作

国时期就实行服饰禁制，这一点

圆衫，根据身份地位不同在缎带纹样

为宫中以及贵族妇女们穿着的礼
服，直到朝鲜王朝末期，才允许

可以参考新罗第 ４ ３ 代兴德王九
年服饰禁制令序：“人有上下等

民间在举行婚礼时新娘的大礼服

级之分，地位尊卑各异，姓名各

采用圆衫。

不相同，服饰一样也应有所区

圆衫的基本样式是前襟长及
膝盖处，后襟比前襟更长，两边

别。百姓追逐奢侈贪图享受，礼
节制度意识逐渐淡薄，崇尚洋货

与圆补图案上有所区别。朝鲜王朝后
期圆衫流入民间作为百姓大婚时新娘
的大礼服，民间的圆衫主要是绿、青
两色，与宫中及贵族的圆衫相比，样
式更为简约短小，在装饰和工艺等方

从腋下处开始分开，正面的两片

无视国货。因此，特在旧章里写

面也有许多限制，体现出了朝鲜王朝

衣襟是没有底襟而分开相对应

下相关禁制，若有人故意冒犯，

封建等级制度之严格。

的，正面衣襟底边稍圆由此得名
圆衫。特点是袖子宽又长，在袖

严加惩治。”③在服饰禁制令中，
明确制定了对金银饰物的禁制、

口处根据身份不同采用不同颜色

织物面料的禁制和服色的禁制。

的袖边，然后接起长长的汗衫。

这主要是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

在韩国的末代王朝朝鲜王
朝，圆衫是妇女穿着的礼服。圆

汗衫是女子上衣袖口用白色布片
接起的袖子，也叫白袖。由于是

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就为王
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

衫也叫大衣或大袖，在朝鲜王朝

妇女的礼服，长长白袖起到了遮

来以紫色为贵。这种服饰禁制一

后期取代了露衣和长衫等其它礼

掩双手的作用。领子的颜色与衣

直存在到朝鲜王朝，而圆衫在色

服。圆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统一
新罗文武王 ４ 年（公元 ６６４ 年）
，

服的颜色相同，领子的样式与背
子领子的样式相同。背子是当时

彩、纹样、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严
格遵守这个制度，

当时传入的中国唐朝长衣阔袖的

流行的服饰，关于背子的解释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黄圆

袍服制度，历经高丽王朝直至朝

云：
“其所谓长背子，引为长袖两

衫。黄圆衫是朝鲜王朝后期，在

鲜王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
渐发展演变并与礼仪制度紧密结

裾相掩，两腋不缝者，与今丈夫
长襦略同，稍短之则当为短背

嘉礼等大的仪式上皇后穿着的大
礼服。光武元年公元 １８９７ 年，高

合，最后形成具有韩国特色的民

子，即今之唐衣也，其半臂者，与

宗改称皇帝，王妃也改称皇后，

族服饰，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

今之褂子略同，但褂子两裾直垂

这时皇后才改穿黄色的圆衫。与

的圆衫。古书上记载“记原所谓，
背子身与衫齐而大袖者，即今之

为异，其半臂而短者即今之背子
也。”②可见当时背子和圆衫、唐

中国一样，黄色为皇室所专用，
其它人不能僭越。在韩国博物馆

圆衫，但圆衫长袖而两裾直垂为

衣在样式上非常近似。

里存有一件传皇后的黄圆衫（图

［关键词］： 韩国；朝鲜时期；圆
衫

异，因圆衫稍短之，则为大袖礼

圆衫在朝鲜时期，根据身份

１），该圆衫内衬红色长衣，袖口

服。”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圆衫
与韩国的固有服饰样式不同，非

地位的不同在颜色和装饰上有着
明确的区别。韩国服饰史上就以

为红蓝两色的袖边，在此基础上
接起长长的白袖，领子与衣服的

窄袖而是大衣阔袖。韩国传统服

色彩来对圆衫进行分类，把圆衫

颜色相同也是黄色，在袖子和领

装的最基本特点就是服饰二重结

分为黄圆衫、红圆衫、紫圆衫、绿

子上用金线绣有“百寿”、“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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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
“多男”等吉祥文字，衣服

背两个圆补，圆补上的图案是用

上则绣有牡丹唐草纹，腰间的大
红缎带具有显示身份地位的作

金线绣上的双凤纹。现存朝鲜王
朝英王妃的红圆衫（图２），是

用，缎带上粘贴着龙纹金箔，宫

１９２２年英王妃嘉礼时穿着的小礼

中妇女中只有皇后的服饰上才可

服，这件圆衫领子和袖子是云凤

以装饰龙纹。这件黄圆衫不但雍
容华贵而且吉祥如意，色彩艳丽

纹的图案，而在红蓝色袖边和白
袖上则是忍冬宝相花纹，在圆衫

却不失秀雅，是国庆日或者同等

正面中心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凤

重要的场合，皇后穿着的大礼

凰，在凤凰展开的两翅底下分别

服。黄圆衫在前胸后背和双肩上
共贴有四个圆补，圆补上的图案

簇拥着两只小凤凰，在大凤凰的
头上的两边也有两只小凤凰，小

是以五爪龙为样式的云龙纹，用

凤凰之中是如意珠，剩下的空间

金线绣在上面。而在王室庆典的

布满云纹，整件衣服的图案自然

时候，皇后穿着的小礼服也是黄
圆衫，与大礼服的区别在于此时

飘逸线条优美。红色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一直代表喜庆，凤凰也是

圆衫只有两个圆补，分别贴在前

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鸟，王妃在

胸和后背，圆补上的图案为双凤

嘉礼时穿着凤纹红圆衫，可见韩

纹。这里所说的圆补也称为胸
背，在中国古代服饰上称之为补

国朝鲜时期宫廷服饰受到中国文
化影响之深。紫圆衫为嫔妃穿着

子，产生于中国明代，是用来区

的礼服，因为嫔妃与王妃一样是

别官员等级的标志。补子是一块

国王的女人，所以紫圆衫与红圆

约 ４０～５０ 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
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

衫非常相似，主要在颜色上有所
区别，大红缎带和圆补上同样装

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

饰云凤纹。

官用走兽，各分九等。韩国朝鲜

绿圆衫应用比较广泛，在宫

时期王室受到中国的明朝服饰制
度的影响，把补子也应用在了本

中是公主和翁主以及命妇的礼
服。在朝鲜王朝，嫔妃所生的国

国的宫廷服饰上，但不是照搬不

王之女称为翁主。在民间绿圆衫

变，到了朝鲜王朝后期逐渐形成

作为贵族妇女的礼服和百姓大婚

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在中国
明代皇后等妇女的礼服上是不修

时新娘的大礼服。宫中及贵族妇
女穿着的绿圆衫比起黄圆衫和红

饰补子的；而在韩国朝鲜时期，

圆衫要逊色很多，没有那么耀眼

根据身份等级皇后等妇女的礼服

华丽，少了一份高贵的感觉，体

上也可以修饰补子即圆补。
红圆衫是王妃的礼服，在朝

现的是一种含蓄恬静的美。红色
腰带上的图案是花纹，袖口为红

鲜王朝时期妃是国王的正室，嫔

色和黄色的袖边，然后接起白

是国王的侧室，当时国王的正室

袖。图３是德温公主的绿圆衫，德

称为王妃（到了朝鲜王朝末期高
宗时才出现皇后这个称号），国

温公主（１８２２ 年～１８４４ 年）是朝
鲜王朝２３代纯祖皇帝（１８０１年～

王的母亲称为大王妃或大妃，国

１８３４ 年）第三个公主，这是她在

王的祖母称为大王大妃。红圆衫

１８３７ 年 １６ 岁时下嫁给南宁尉尹

的特点是袖口有红黄或红蓝两色
袖边，然后再接起白袖，领子也

宜善时穿着的大礼服，衣服上均
匀地贴满金箔“寿”字，显得小

是红色，腰间大红缎带上的图案

巧可人秀气灵动。而庶民阶层新

为云凤纹，圆衫上只有前胸和后

娘在婚礼上穿着的绿圆衫（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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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时尚冲击下的服装设计
■

［摘 要］： 具有快速时尚特征的

时代的到来，涌现出更多的制造

服装设计与传统意义的服装设计在对

者，从服装生产商、零售商到消费

美的认识和表达上是有差别的。以前

者本人。设计师引导时尚主流的

该工作主要由服装设计师本人完成，

模式在快速时尚的冲击下不得不

而快速时尚冲击下的服装创作队伍在

重新审视更多的审美规则。

杜冰冰

美原则。

一、新经济时代消费者行
为审美取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从众化倾向

扩大，有消费者、生产零售商以及服

快速时尚是针对服装产品更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作为美国心理学家

装设计策划人员，本文就服装设计的

新周期缩短，设计需求加大而对

索罗姆·埃克（Ｓｏｌｏｍｏｎ Ａｃｈ）的

审美原则作深入探讨。

传统工作模式及传播方式产生冲

著名研究，反映出当时大多数消

击的一种新概念。新经济时代的

费者的从众心理，即他们易受身

消费者与以往消费者成长背景、

边多数人意见的影响而不能坚持

购买习惯的不同，以及与传统对

己见。新经济时代的消费者行为

时尚，即时下的风尚，本身已

垒的新生活方式等，使得了解快

截然不同，这些从小在没有物质

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过时的、不

速时尚首先从当今消费者的审美

匮乏与恐惧下成长起来的新消费

具备时代感的与时尚无关。一些

需要谈起；其次，时尚快速地呈

者，不仅独立自主、注重个人品

走在时代风尚前端的时髦者，常

现，有赖于现代物流体系中从原

位，更追求消费的真实感与体验

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

料采购、生产制造到零售等传播

感；他们不易接受大量生产、大

地制造出新鲜的、惊人的时尚事

渠道地创造性通力合作；最后，基

众行销的商品；他们见多识广，

件，
就服装而言，
其中不乏服装设

于以上的探讨，着重就服装设计

透过网络吸收资讯并作比较从而

计师的推波助澜。随着快速时尚

本身谈谈在快速时尚冲击下的审

形成自己的观点。如今在互联网

与宫中及贵族的绿圆衫又有很大

方文化涌入韩国，慢慢的被韩国

化的服装世界里，仍然占有一席

区别，衣服的整体尺寸要小很

之地。

多，大概到膝盖以上，袖子上是

人所接受，直到今天在大婚时还
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会选择白色

以红、青、黄、粉红、绿五色袖

婚纱作为礼服，比较传统的人则

注释：

边作为修饰，然后再接上汗衫。

会选择韩服圆衫。今天的圆衫比

王室贵族的圆衫是由里及外都分
别进行装饰的，显得庄严华丽；

起古代的圆衫简约了许多，但仍
保留了传统圆衫的基本样式，只

［关键词］： 快速时尚；新经济；
新消费者；物流及供应链；创新周期

（接３６页）

而民间的圆衫很简约，在衣服上

是在颜色和纹样上更加丰富多

绝对不可以贴金，服装面料和纹

样，除去贴金等繁复的工艺，加

样上有很大的限制。青圆衫（图
５）也是庶民阶层大婚时新娘的

入了更多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符

大礼服，样式与民间婚礼服绿圆

起来也更为方便。圆衫作为拥有

衫相同。

几百年历史的韩国传统服饰，它

朝鲜王朝灭亡以后，近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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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同时穿着

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今天千变万

王晓静

北京服装学院２００４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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